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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 湖南国际会展中心，2019世界媒体艺术之都·第26届长沙图书交易会开幕。交
易会展位总面积32000多平方米，参展商800余家，设立精品图书展、全国重点品牌图书展区、
湘版精品图书展区三大展区，展示了出版湘军、民营书业和长沙文化产业的骄人业绩。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书香长沙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 （记者 彭雅惠）
清明节临近， 全省森林防灭火面临严峻考
验。今天，省应急管理厅在全省进一步加强
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上发布消息， 清明
期间如遇高森林火险天气，将发布禁火令，
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据悉，目前，我省已经组织人员对公共
墓葬区进行杂灌清理， 并全面摸排森林防
灭火风险隐患底数，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

单，整改台账，逐项整改销号。
清明节期间， 省林业部门等将加派巡护

人员，加大巡护密度，深入重点地段和区域开
展火源查堵工作， 加强对入山人员进行防火
提醒，坚决杜绝森林防火区吸烟、烧烤、焚香
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等用火行为。各级应急管
理部门将重点加强预警监测、 统筹应急救援
力量， 以确保重要景区和重点林区不发生火
灾，确保重要设施周边山林不发生火灾。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 （记者 黄婷婷）在
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入口一侧，占地4000平
方米的玻璃幕墙建筑内， 一排排整齐的货架
已经安装到位。 丰泽国际公用保税仓负责人
徐小彬告诉“开放崛起新征程” 采访团的记
者，这是张家界首个进出口商品保税仓，将于
今年7月正式运营。

徐小彬介绍， 丰泽国际公用保税仓已
与上海自贸区、宁波保税区对接。2018年11
月， 张家界在上海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和中国服务贸易协会达成合作， 在丰泽国
际公用保税仓设立进博会进口商品张家界
精选商品分中心， 对接服务范围可辐射整
个武陵山片区。

上万种进口商品货源， 让张家界有底
气对标“海南免税店”，为游客提供更为国
际化的购物选择。在张家界中心城区，面积
达4.6万平方米的张家界东方曼哈顿全球
保税直购中心， 将于今年国庆黄金周前开
业，网络电商平台也在配套建设中。届时，

游客来张家界旅游，可以直接买到雅诗兰黛、
迪奥、兰蔻等名牌化妆品和手表、箱包、服装
等国际精品。

据了解， 张家界正在推动湖南省自贸试验
区张家界全球旅游购物基地的建设，采取“旅游
+购物+采购”模式，不仅要把全球的商品“引进
来”，还有望实现将黄金茶、蜜茶等武陵山片区
的农产品，通过这个集保税仓、直购中心和电商
网络“三位一体”的平台“走出去”，进入万千游
客的购物袋。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今年力争实现省外境内招商到位资金
150亿元，增长85%以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副州长向清平在接受“开放崛起新征程”
记者团采访时表示，针对将于今年4月中旬举
行的2019年湖南-粤港澳大湾区投资贸易洽
谈周活动（简称“港洽周”），自治州从去年开
始精心谋划，目前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向清平介绍， 为抓住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的机会， 自治州拿出了最具发展潜力的优质
项目共160多个，涉及文化旅游、现代农业、
商贸物流、健康养生等领域和行业。

从去年开始， 自治州相关负责人便开始
陆续外出开展招商活动， 同时派出了小分队
赴粤港澳地区招商。目前，自治州已经与美欣
达、中国建筑国际、上海复星、武汉欧亚达、恒
大、碧桂园等“500强企业”对接了一批意向

合作项目，届时，将有100多名客商参加港洽周
的自治州主场活动。

据悉， 自治州已落实主场活动签约项目
15个，总投资额达139亿元；在香港、广州、深
圳、 珠海等地精心策划了7场招商引资活动，
涉及工业园区、旅游景区、商贸物流园区、农
业园区等多个专场， 各县市区也安排了不少
分场招商活动。

“除了粤港澳大湾区，今年自治州还将重
点组织好长三角、京津冀、济南、长株潭等重
大招商活动。” 向清平说，“要引进产业资本、
民间资本、天使投资、私募资金来自治州设立
更多的新企业， 加快提升招商引资的规模和
水平。”

抢抓机遇招商引资
———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向清平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梁可庭

郴州是湖南对接粤港澳的“桥头堡”。3月
27日， 郴州市副市长周海林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郴州将充分发挥“桥头堡”区位优势，
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打响“湘南开放看郴
州”品牌。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郴州在区位、交通、

资源等方面都比较有优势。”周海林说，郴州
将立足优势，主动融入珠三角，积极对接大湾
区。

为迎接即将在4月举行的2019年湖南-
粤港澳大湾区投资贸易洽谈周， 郴州精心准
备了122个重点项目。在洽谈周期间，郴州市
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两大活动， 一是在香
港举办郴州市开放强市建设暨宝玉石产业招

商推介会， 二是在深圳举行郴州-粤港澳大湾
区生产服务型产业招商推介会。洽谈周期间，郴
州拟签约项目33个，总投资201.95亿元，引进资
金201.95亿元。其中拟签约省级项目9个，总投
资106.8亿元，引进资金106.8亿元。

周海林认为， 郴州作为国家级湘南湘西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重点城市、 对接粤港
澳大湾区的“桥头堡”、承接产业转移的“主阵
地”、湘南开放发展的“排头兵”，理应成为全省
开放崛起的新“增长极”。

近年来， 郴州市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平稳发
展， 去年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47.23亿美元，实
际利用外资19.06亿美元，均居全省第二位。

当好“桥头堡” 对接大湾区
——访郴州市副市长周海林

为游客提供更为国际化的购物选择

张家界首个进出口商品保税仓7月运营

开放崛起
新征程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梁可庭

面对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
和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机遇， 永州如何
乘势崛起？

“承接产业转移，不能被动承接，要主动出
击。”3月27日， 永州市副市长李旦梅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近年来，永州市深入实施“开放兴

市，产业强市”战略，加快与粤港澳大湾区、长
三角经济带、京津冀等地区的对接，加强与发
达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有针对性地承接产业
转移，借助东部沿海地区人才、技术、管理等优
势，全面助推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
设，从而促进社会经济转型升级。

李旦梅介绍，永州市积极对接“500强”，
助推产业升级发展。在产业布局方面，重点围

绕七大主导产业及特色优势产业抓好“500强”
招商，打造产业联盟；在承接载体方面，锁定工
业园区和工业集中区，力争在南、北两片分别打
造一个千亿园区板块； 在招商方式方面， 依托
“港洽周”“中博会”“厦交会” 等重大平台载体，
广泛开展委托招商、以“商”招商、以“才”招商，
加快强链、延链、补链步伐；在招商服务方面，以
“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引领，深入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和“放管服”改革，深入落实项目推进
“六联机制”，抓好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让广大
客商和人才引得进、留得住。永州将继续夯实开
放平台，优化营商环境，力争在加快湘南湘西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承接产业转移要主动出击
———访永州市副市长李旦梅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韬）4月10日起， 全国铁路将调
整运行图，优化高铁列车开行方案。高铁长
沙南站昨日发布，实施新运行图后，将新开
或变更部分车次， 届时长沙南往返邵阳的
高铁车次将增多。

4月10日起， 将新开2趟高铁列车：长
沙南至邵阳G6417次 、 邵阳至长沙南
G6408次。

届时，还将变更6.5对高铁列车的运行
区段。其中，G6411次高铁列车的运行区段
将由娄底南至邵阳，调整为长沙南至邵阳；
怀化南至衡阳东的D7221次 、D7223次 、
D7225次、D7227次、D7229次、D7231次6

对动车组列车，车次将分别改为G6453次、
G6457次、G6461次、G6465次、G6469次、
G6493次， 运行区段将调整为怀化南至长
沙南。

变更后的6对怀化南至长沙南高铁车
次，运行路线改为走怀邵衡铁路后，再转娄
邵铁路、沪昆高铁运行。这意味着，在邵阳
地区与长沙南区间运行的高铁车次将增
多。如，目前只有一对高铁列车往返洞口站
和长沙南，调图后将增至5对。

据铁路部门介绍，此次调图过程中，高
铁列车开行将实施“一日一图”的动态调图
方式， 根据每日市场需求及时优化高铁客
运产品，改善旅客出行体验。

全国铁路4月10日调整运行图
长沙往返邵阳高铁车次将增多

如遇高森林火险天气
清明节将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 （记者 曹娴）今
天， 泰富重装集团与湖北天凤矿物新材料
有限公司， 就矿山廊道运输专用线工程总
承包项目签订合作协议。据悉，该项目刷新
国内长距离廊道运输专用线记录。

泰富重装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项
目位于湖北黄梅县，是集矿山、料场、码头
建设为一体的工程总承包项目，总投资8亿
元。现有的矿石重载汽车运输方式，存在损
害道路、威胁居民生命安全、扬尘污染环境
等问题，困扰当地政府和周边群众已久。矿
山廊道运输专用线， 将有助于解决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该矿山廊道运输专用线， 将建成迄

今国内最长的绿色环保型圆管带式输送
机，全长约36公里，年产量1200万吨，一
年可替代40万车次的运输量。 项目采用
了泰富重装研发的新型长距离圆管带式
皮带机，实现无人化检测、无人化监控和
无人化操作的全智能化、 绿色环保输送
流程。

据悉，2018年6月，泰富重装中标江西
宏泰物流长峰廊道总承包项目， 全长25公
里，为当时国内最长。

泰富重装将建国内最长廊道矿石运输线
总投资8亿元，全长约36公里，年产量1200万吨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王章倩

县级媒体是群众身边最贴近的媒体，是
县一级党委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
带。 在2018年8月21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
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扎
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
服务群众。”

去年以来， 湖南大力推动县级融媒体中
心建设。多个县市区积极探索建设模式，在认
真做好新闻宣传的同时，不断拓展政务服务、
生活服务等功能， 有效增强了县级主流媒体
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到目前为止，我省已有68个县市区启动县
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其中浏阳市、桃源县纳入
中宣部重点联系推动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名单。
到今年底，我省将完成各县市区融媒体中心挂
牌工作，基本实现县级融媒体中心全覆盖。

形成融为一体、 合而为一的
全媒体传播格局

据统计， 湖南网民规模超过3000万，而
且绝大多数是手机网民。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
强调，受众在哪里，我们的工作触角就要伸向

哪里。以此为遵循，各县市区把融媒体中心建
设作为壮大基层主流思想舆论的重要政治任
务来执行。

浏阳市融媒体中心作为中宣部首批试点
单位，全面整合浏阳日报、浏阳市广播电视台
等市属媒体资源，创新推出“掌上浏阳”客户
端，开设政务服务、网上课堂、智慧城市等多
项功能，实现集“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办
政务、买商品”等多种功能于一体。

桃源县于2018年1月启动县级融媒体中
心建设，对电视台、新闻网、微信公众号等6大
平台进行整合，由县融媒体中心统一指挥，形
成了“策采编发”无缝衔接、有机联动的工作
机制，真正实现新闻信息“一次采集、多元生
成、多渠道传播”。自该县融媒体中心成立以
来，共推出融媒体产品8000余件，总点击量
超过2000万次。

永兴县已构建了“1+8”的融媒体矩阵，
即1个融媒体中心，电视台、移动客户端、网站
等8个宣传平台，实现资讯服务“集中策划、一
次采集、多元生产、全网覆盖”，文字、图片、视
频、语音等传播形态全呈现。

蓝山县依托上级主流媒体的数据资源，
打造集文字、图片、视频、直播等为一体的全
新平台。 目前， 该县融媒体中心已基本实现

“策、采、编、播、送”一体化，推出的融媒体产
品满足了蓝山人民对本地新闻、资讯的需求。

2018年10月，望城区将电视台和新媒体
中心两个单位、13个媒体平台进行整合，搭建
“中央厨房”，实现了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
台终端、管理手段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
体传播格局。

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更广、
更深入

3月28日上午， 浏阳市融媒体中心策划
了第一次融媒体大型新闻直播 《一线见
证———聚焦浏阳企业创新力》，3路记者奔赴
企业生产现场，见证3个浏阳企业创新的精彩
故事。直播同时在广播、手机、电视三个端口
推送， 吸引了15.9万人收看。 目前，“掌上浏
阳”总点击量突破2.2亿人次，下载注册量近
40万，日均点击量超30万，总阅读量和传播
能力稳居全国县市客户端前列。

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 目的是巩固基层
主流舆论阵地，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更广、
更深入。

桃源县融媒体中心成立后， 充分利用覆
盖范围广、传播速度快、交互性强等特点，抢

占舆论高点。“视外桃源”手机台开展图文、视频
直播20余场，其中8场在线直播参与人次突破20
万。与光明日报合作，以“文字+图片+视频+音
乐”的形式，先后推出6篇桃源刺绣等本地文化
生活的融媒报道， 成为小故事创造大影响的报
道典范。枫林花海首次运用融媒体营销模式，累
计推出各类融媒体稿件115条，与“央视新闻+”
联袂开展两场主题直播， 观看人数累计超过
104万人次。

近期，望城区融媒体中心推出的“雷锋家乡
追梦人”系列报道，通过融合传播，在广大群众
中传递了正能量。 望城区融媒体中心还与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融合发展， 借助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组织起来的30余万名志愿者，提升传播
力、影响力。

较好实现了引导群众、服务群众

在建强主流舆论阵地的同时， 各县市融媒
体中心不断探索“媒体+政务”“媒体+服务”“媒
体+商务”等运行模式，架起地方党委政府与基
层民众之间的沟通桥梁。

浏阳的融媒服务项目已覆盖在线缴费、网
络问政、智慧教育、智慧停车等方面。2018年浏
阳市办理“最多跑一次”事项1.8万件，其中通过

“掌上浏阳”申请办理的事项占80%；通过融媒
体平台接受市民咨询、建议、投诉近6000条，占
该市总量的40%以上。今年以来，浏阳市融媒体
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实现融合对接，志
愿服务开始“网上吹哨、网下集合”。在产生良好
社会效益的同时，2018年， 浏阳媒体经营收入
达到1.86亿元，同比增长4.5%。

永兴县与“新湖南”客户端合作，开设了“新
湖南”永兴频道，联合开发了“新永兴”APP。围
绕打造“指尖上的服务”，开通媒体服务、党建服
务、政务服务、便民服务、智慧城市、电子商务、
投诉受理、社区服务等项目，有效满足基层和群
众多样化需求。目前“新永兴”各项功能已基本
完善，党建工作、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电子商务
功能正在积极拓展。

桃源县融媒体中心在抓好“桃源融媒”新闻
资讯平台的同时，着力拓展“新闻+政务+服务+商
务”功能，通过对接县内智慧政务信息资源，搭建
网上便民服务平合和“桃源家边购”网上购物平
台。目前，该平台已具备公安服务、交通出行、社保
查询、网络购物等近20项便民服务功能。

永顺县融媒体中心规划设计了新闻宣传、
政务服务、直播互动、电商平台四大版块，新闻
版块已经上线运行，政务服务、直播互动、电商
平台等版块基本功能正在完善中，拟于6月正式
上线。

湖南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进展顺利、成效显著———

建强主流舆论阵地 打造精神文化家园

荨荨（上接1版①）
我省其他7个机场的新航季航线计划如

下：
张家界机场计划运营航线42条，较同期

增加11条，通航37个国内机场、5个国际（地
区）机场；

常德机场计划运营航线11条，较同期增加
1条，通航17个国内机场；

永州机场计划运营航线8条，较同期增加3
条,通航14个国内机场；

怀化机场计划运营航线15条， 较同期持
平，通航13个国内机场；

衡阳机场计划运营航线16条，较同期增加4
条，通航29个国内城市；

邵阳机场计划运营航线4条， 较同期持平，
通航7个国内机场；

岳阳机场计划运营航线18条， 通航24个国
内城市。

荨荨（上接1版②）
中车时代新材于2011年启动聚酰亚胺

薄膜研发，先后攻克了配方技术、装备技术及
制膜工艺难题，于2017年底建成了国内首条
化学亚胺法PI薄膜生产线， 成功实现了聚酰
亚胺薄膜批量制造，年生产能力达到500吨，
成为全球第四家、 中国首家具备批量产能的

供应商，产品品质达到了美国、日本同类产品水
平，成功替代进口产品。

批量投产以来， 国产聚酰亚胺薄膜已成功
应用于华为、VIVO等手机品牌。 中车时代新材
聚酰亚胺薄膜项目负责人张步峰说， 与三星的
合作， 标志着中车时代新材制造的聚酰亚胺薄
膜， 成为国内薄膜行业第一个获得国内外主流

终端认可的聚酰亚胺品牌。
除用于电子产品外， 聚酰亚胺薄膜凭借其

耐高温、电绝缘的特性，在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等电机绝缘和防护系统中， 也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目前，中车时代新材的聚酰亚胺薄膜已
启动在轨道车辆电机绝缘系统上的应用导入工
作，有望在今年装车运行。


